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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人物以其特有的历史魅力与学术价值，已经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成
果亦非常丰盛。然纵观已有天主教人物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学术界呈现两多两少的趋向：以主流群
体为切入点者多，关注边缘群体者少 ；以精英阶层为研究对象者多，关注草根阶层者少。学者多从宏观
视角分析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一些经典著作亦多关注颇具影响力的耶稣会传教士、中国士大
夫官员、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上层人士。相比之下，由于资料的零碎和“三层边缘性”的地位，对女信徒
特别是对明末清初贞女的研究历来薄弱，著作更是微乎其微。对于这样一个有悖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
贞女群体的研究，已有的一些寥若晨星的成果大多是从区域史、断代史的视角进行了简略探究。[1] 而对
于贞女群体的生活、工作等全方位的历史考察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康志杰教授的新著《基督的新娘 ：中
国天主教贞女研究》
（以下简称《基督的新娘》）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研究领域之空白 ：从基层天
主教人物——贞女的日常生活起居出发，将天主教贞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题为“基督的新娘”是一种比喻，来自于《圣经》。
《新约》把教会比作基督的新娘，而贞女是
教会的中坚，因追随基督而守贞，被誉之为“基督的新娘”同样恰当。故守贞的姑娘只认可一位“新郎”，

[1]

关于天主教贞女的研究主要有 ：晏华阳 Robert Entermann，Christain Virgins in Eighteenth-Century Sichuan, in Daniel H.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80--193; 梅 欧 金
Eufenio Menegon ,Christian loyalists, Spanish Friars and Holy Virgins in Fujian During tne Ming-Qing Transtion, in Monumenta Serica
51(2003); 张先清 Zhang Xianqing,《官府、宗族与天主教 ：17-19 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Guanfu zongzu yu Tianzhujiao: 17-19
shiji Fuan xiangcunjiaohui de lishi xushi [Government, Lineage and Catholicism: A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Village Church in Fu’an
during 17-19 century]，第五章“信仰与生活”Diwuzhang“Xinyang yu shenghuo”[ Chapter Five, Faith and Live]，
（北京 Beijing ：中
华书局 Zhonghuashuju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9）；秦和平 Qin Heping,< 关于清代川黔等地天主教童贞女的认识 >“Guanyu
Qingdai ChuanQian dengdi tianzhujiao tongzhennv de renshi”[Understanding on Catholic Virgins in Sichuang, Guizhou and other
places during Qing dynasty] ，
《四川大学学报》Sichu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No.6,（成都 Chengdu ：四川大
学出版社 Sichuan daxue chubanshe[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4）；周萍萍 Zhou Pingping,< 明末清初天主教贞女群体 >“Mingmo
Qingchu tianzhujiao zhennv qunti”[On Cathoic Virgins Gourp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于《江苏社会科学》Jiangsu
shehuikexue [Jiangsu Social Sciences],No.6,（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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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主耶稣基督。
作者在其第一篇关于贞女的论文
《被模塑成功的女性角色——明末以后天主教贞女研究》
[3]

的基础上，持续探索，深入挖掘，终成此书。其研究对象不言而喻是中国天主教贞女。
关于贞女的界说，中外学者已有相关阐释，如张瑞云《当代女性独身教友》中说 ：
“贞女现象，意

指那些不结婚，并且为教会工作，奉献自己的年轻妇女”。[4]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贞女即“修道的女
性”、
“未婚女性义工”。那究竟何为贞女？本书认为贞女应该分为广义与侠义两类 ：广义的贞女包括三类
女性——修女、贞女和女性独身教友（多为知识女性）；而侠义的贞女则专指那些在家（或组成团体）过
守贞生活、完全献身于教会事业，且没有进入修会团体的独身女性。[5]
《基督的新娘》一书共十二章，分上、下两篇 ：上篇六章以历史为经，阐述了贞女群体的历史轨迹。
第一章从中国古文献出发，结合西方关于“贞”的界说，详尽细致分析了贞女的释义及其称谓。第二章
中国天主教贞女制度缘起，内容主要涉及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女性的特殊传教策略的解说及明清之际中国
贞女群体的出现，在细列典型贞女案例（如贞女陈子东）之后，作者归纳总结了明清之际的贞女群体特
点。第三至第五章则展现了清中叶禁教后、福安和苏州教案期间以及鸦片战争以后的贞女群体的发展及
宗教生活状况。第六章论述了欧洲女修会进入中国后，中国贞女身份的转型及贞女群体的进一步发展。
上篇论述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在“夫妇为人伦之首，婚嫁尤必以时”[6] 的传统儒家思想的背景下，在不被
世俗社会理解和接纳的形势下，为什么仍有虔诚的天主教女信徒选择守贞生活？他们守贞的动机与目的
是什么？作者在深入梳理和分析“贞女”的释义及称谓的基础上，指出天主教贞女的独身理念来自信仰，
独身体制来自西方天主教教会。[7] 正是这至高无上的天主教信仰给这一群柔弱的女子带来了巨大的勇气，
“升
一致其敢于面对世俗社会的压迫，为天主坚守童贞。被卷入教案面临死亡的贵州贞女林昭的遗言 ：
天堂有两条近路，一条是守贞，一条是致命”[8] ，即深刻鲜明的反映了贞女守贞的动机和目的。
本书下篇六章以制度 ( 或问题 ) 为纬，通过贞女群体面面观，剖析了贞女的心态、生活及工作。第
七章论述规章制度的拟定、完善及特点，并分析《童贞修规》出台的必要性，及针对不合修规行为的处
[2]

康志杰 Kang Zhi Jie,《 基督的新娘 ：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Jidu de Xinniang:Zhongguo Tianzhujiao zhennv yanjiu xinlun [Bride

of the Christ : The new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atholic Virgins]，
（ 北 京 Beijing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3），3。
[3]

文章载陶飞亚 Tao Feiya,《 性别与历史 ：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Xingbie yu lishi: jindai zhongguo funv yu jidujiao [Gender and

History: Women and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6）。
[4]

张瑞云 Zhang Ruiyun,《当代女性独身教友》Dangdai nvxing dushen jiaoyou [On Contemporary Single Female Catholics]，
（台湾

Taiwan ：光启出版社 Guangqi chubanshe[Guangqi Press]，1999），1。
[5]

康志杰 Kang Zhi Jie,《 基督的新娘 ：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Jidu de Xinniang:Zhongguo Tianzhujiao zhennv yanjiu xinlun [Bride

of the Christ : The new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atholic Virgins]，
（ 北 京 Beijing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3），5-9。
[6] 《 湘阴狄氏 家谱》Xiangyin Dishi jiapu 卷五 (vol.5)《 家规 • 第十四条》Jiagui • Di shisi tiao，1938 年 重修 本， 转引自张 先清
Zhang Xianqing ：
《 官府、 宗 族 与天 主 教 ：17-19 世 纪 福 安乡村 教会 的历史 叙事》Guanfu zongzu yu Tianzhujiao: 17-19 shiji Fuan
xiangcunjiaohui de lishi xushi [Government, Lineage and Catholicism: A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Village Church in Fu’an during 1719 century]，
（北京 Beijing ：中华书局 Zhonghuashuju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9），278。
[7]

康志杰 Kang Zhi Jie,《 基督的新娘 ：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Jidu de Xinniang:Zhongguo Tianzhujiao zhennv yanjiu xinlun [Bride

of the Christ : The new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atholic Virgins]，
（ 北 京 Beijing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3），20。
[8]

P. Roeser S. V. D. ：
《中华光荣》Zhonghua guangrong [Glory of China]，
（山东 Shandong: 兖州府天主堂 Wongzhoufu tianzhutang

[Cathedral Press of Yanzhou],1925），212 ；转引自康志杰 Kang Zhi Jie,《基督的新娘 ：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Jidu de Xinniang:Zhongguo
Tianzhujiao zhennv yanjiu xinlun [Bride of the Christ : The new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atholic Virgins]，
（北京 Beijing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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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进而延伸到贞女修规的续编，即根据形势变化继续编修贞女修规——《守贞要规》。第八章论
述贞女的衣食住行，主要讨论世俗生活中的贞女的状况，内容涉及贞女的经济状况及财富观、贞女与家庭、
缠足与放足的社会习俗以及贞女的服装头饰等等。第九章和第十章主要讲述在教会扮演各种角色的贞女
的不同工作（工作对象、形式及报酬等）。第十一章主题为信仰视野下的守贞理念与实践，内容涉及天
主教的守贞观，守贞生活的完成及贞女的领袖等。第十二章则细数了天主教贞女与儒释道及其他各类独
身女性的异同。在此篇中，作者采用纵横交错的写作架构，从身体观、宗教经验以及灵修生活等视角
深入核心问题，
全面、客观的解读了贞女人生的方方面面。深入细致的归纳了天主教贞女守贞生活的特点；
探析了她们的生活与世俗女性之间的区别 ；洞察了世俗社会的非基督徒对于守贞姑娘的态度 ；深入浅出
的陈述了天主教贞女与同样作为独身女性的信仰佛教、道教的独身女性之间的区别，以及其与世俗社会
的独身女性（如自梳女）之间的差异。除此之外，作者还探明了贞女与同样作为天主教的独身女性修女
及又同样作为基督教的独身女性新教单身女传道员之间的区别，可谓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中
国天主教贞女生活的画卷。
对福建天主教贞女做过较为深入研究的梅欧金教授（Eugenio Menegon），在其博士论文《祖先、
贞女与神父》
（Ancestors,Virgins,and Friars:The Loc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Late Imperial Mingdong
(Fujian, China), 1632-1863）的 [9] 第六章中，详细讨论了帝国晚期闽东地区的天主教贞女。与《基督的新
娘》一书不同，梅欧金关注的是闽东地区贞女的守贞观与儒家传统思想之间的冲突。在阐明天主教童贞
观传入闽东之前当地的社会背景之后，梅欧金努力探索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的“守贞”行为（perpetual
religious virginity），是如何成功传入并被闽东地区所接受的？[10] 为达到此目的，作者完成了两个任务 ：
首先，洞察中国在医学、社会和法律领域如何看待天主教童贞 ；其次，努力探索与宗教禁欲和婚姻阻
制相关的文献。梅欧金将对贞女研究的重点放在天主教童贞观与传统儒家贞洁观的辩诘之上，通过对
现有传教士文献和中文记载的分析与整理，阐明了天主教贞女的概念及天主教童贞观在闽东女性群体中
的传播。
《基督的新娘》同样选择了几乎被历史忽略了其存在的、有悖于中国传统礼制的女性群体——中国
天主教贞女作为研究对象。与梅欧金的个案区域研究不同，
《基督的新娘》不仅对贞女的兴起与发展、
在教会及中国世俗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教会发展所作的贡献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且还将这一特
殊群体置于具体的时代、具体的社会和场景下进行比较全面的整体与系统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
意义。
首先，
《基督的新娘》对于贞女群体历史沿革的探讨与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
过程。尽管以平信徒贞女作为主题的研究很难成就宏大叙事，但这个弱小的群体的发展与中国天主教历
史的所有重大事件紧密相关。如从清朝雍正初年开始的禁教时期，教会活动进入秘密状态，传教资源
逐渐转入偏远的乡村。在这种形式下，贞女群体并没有萎缩，相反在福建福安，贞女却成为了教会的骨干、
“在禁教时期，勇敢的贞女们在以一种明显的
传教士的资助者和支持者。[11] 贞女们以实际行动证明了：
方式自己管理自己，她们是新皈依者的主要支持者。”[12] 鸦片战争后，贞女人数持续增长，组件团体成为
[9]

梅 欧 金 Eugenio Menegon, Ancestors，
“Virgins,and Friars:The Loc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Late Imperial Mingdong (Fujian,

China), 1632-1863”,（UMI, 2002）。
[10]

同上 Ibid.，401。

[11]

康志杰 Kang Zhi Jie,《基督的新娘 ：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Jidu de Xinniang:Zhongguo Tianzhujiao zhennv yanjiu xinlun [Bride

of the Christ : The new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atholic Virgins]，
（ 北 京 Beijing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3），41。
[12]

Right Rev. J. M. Blois, P. F. M. Chinese Virgins, Catholic Missions (Monthly), june, 1923, p.139，转引自康志杰 Kang Zhi Jie,《基

督的新娘 ：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Jidu de Xinniang:Zhongguo Tianzhujiao zhennv yanjiu xinlun [Bride of the Christ : The new Research

123

守贞生活的主要模式。[13] 而当欧洲修女会进入中国后，中国天主教贞女的身份发生转型，大部分贞女进
“
、帝国主义侵华论”
“
、挑战与回应”和“地方观念”等种种范式，
入了修会。[14] 作者突破了“西方中心论”
从天主教贞女的视角，结合特定的历史时空元素，将这一特殊女性群体放在具体的时代、社会和背景下
进行的分析，除了能让读者对中国天主教贞女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之外，同时，更能让读者通过这
些女性的生存史，透视天主教各修会在华传教的策略和特点，洞察罗马教廷对华政策和天主教修会制
度的调整和完善，据此领悟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史。
其次，
《基督的新娘》关注的视角是贞女群体的生活，此举新颖独特，独树一帜。关于宗教人物的研究，
学术界一直独爱男信徒和传教士，而对于宗教女性的研究成果却寥寥可数。殊不知，在宗教团体中，女
信徒经常在人数、事奉、献金等方面都有超过男信徒的现象。

[15]

就贞女群体而言，在严守男女之大防

[16]

的中国社会，她们是给妇女讲道，带领妇女宗教活动的必要人。 现有关于妇女与宗教关系的著作中，
有个比较明显的倾向，即大多数的研究注意到了从各类宗教经典中考察性别议题，却忽略了妇女在实际
社会宗教组织中的地位、处境、生活。据此，一些学者发出了“妇女在哪里？
（where are the women?）”
[17]

的感慨。
《基督的新娘》一书突破陈规，
从妇女生活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天主教贞女群体的制度、身份、

衣食住行以及贞女的工作和信仰，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天主教贞女作为中国天主教组织中的一份子的真实
生活。这在妇女与宗教关系的研究生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再次，
《基督的新娘》一书运用了大量一手材料和一些珍贵的口述史料。由于中国天主教贞女一
直是一个被忽略的群体（在教内是最低层的平信徒、未婚女性义工 ；在世俗社会是违背儒家传统礼制、
败坏妇德的不良女人 ；在学术界是研究的边缘群体），且大多数贞女都是文盲或者识得少量的文字，因
而关于她们的记录很少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然而来自草根阶层的中国天主教贞女却对维持教会的正
常运作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具有非常潜力和能量的女性群体。[18] 因而对于贞女的探寻对于
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都具有深远的价值和意义。亦或正是这个深远的价值和意义引导本书作者跋山涉水，
深入上海、河北、山西、辽宁、广东等地教会，寻找健在的老一辈天主教贞女，这种精神实在可贵，然
更可贵的是作者在这些田野调查中带回的鲜活的资料。这些富于故事性的采访资料，不仅仅是充实丰富
on the Chinese Catholic Virgins]，
（北京 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3），57。
[13]

康志杰 Kang Zhi Jie,《基督的新娘 ：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Jidu de Xinniang:Zhongguo Tianzhujiao zhennv yanjiu xinlun [Bride

of the Christ : The new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atholic Virgins]，
（ 北 京 Beijing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3），93-112。
[14]

同上，117-167。

[15]

李贞德 Li Zhende,< 最近中国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问题 >“Zuijin zhongguo zongjiaoshi yanjiu zhong de nvxing wenti”[On the

Questions of Female in the Recently Research of History of Religion in China]，于李玉珍 Li yuzheng、林美玫 Lin Meimei,《妇女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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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ren shuju,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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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Taiwan ：天主教华明书局 Tianzhujiao huaming shuju, 1976），111。
[17]

李贞德 Li Zhende,< 最近中国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问题 >“Zuijin zhongguo zongjiaoshi yanjiu zhong de nvxing wenti”，于李玉珍

Li yuzheng、林美玫 Lin Meimei,《妇女与宗教 ：跨领域的视野》Funv yu zongjiao: Kualingyu de shiye [Women and Religion: Horizon
from Interdisciplinary]，
（台北 Taibei ：里仁书局 Liren shuju,2003），24。
[18]

康志杰 Kang Zhi Jie,《基督的新娘 ：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Jidu de Xinniang: Zhongguo Tianzhujiao zhennv yanjiu xinlun [Bride

of the Christ : The new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atholic Virgins]，
（ 北 京 Beijing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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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书内容，更是以一些鲜活的例子给我们展示了中国天主教贞女的现实生活。[19] 此外，作者还远赴
欧洲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获得大量的一手文献资料特别是图片资料。[20] 更增加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其索引的新颖独特。作者在书末附有主题词索引，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极大
的方便。然金无足赤，本书在印刷中出现了一些小瑕疵，如 ：
“四川宗座代牧博主教（Pottiers）请求马罗
“一个合格的传道员应该具体以下要求”
；
传信部做出裁定”[21] 一句将“罗马传信部”印成了“马罗传信部”
[22]

中的“体”应改为“有”；
“没有独立自由的自由”[23] 应该更正为“没有独立自主的自由”；
“由于欧美女

修会的培训，修女综合素质得到提高”[24] 中的“修女”应是“贞女”。
另外，此书仍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如关于贞女的释义。
《基督的新娘》第一章明确界定了贞女的概
念（即指全职服务于教会，且没有进入修会团体的独身女性），并将这个天主教独身群体的特点归纳为
三个基本元素 ：第一，为信仰而独身 ；第二，守贞既是人生选择，同时要与天主缔结“契约”
，即需要
向天主发誓，表示已经与天主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 ；第三，全身心为教会工作（主要在基层教会服务），
且没有任何薪酬。[25] 而本书第三章在归纳福安女子热衷守贞缘由时得出此地很大比重的女性守贞的缘由
是家中有人或自己患有麻风病，而因主观信仰而守贞的却占小部分。 [26] 众所周知，在医疗卫生条件相对
落后的传统社会，患有麻风病无疑是对死者宣布了死刑，其病毒的传播与感染性，也使得人们对麻风病
的恐惧与忌惮殃及患者家庭的所有成员。因而，倘若一个年轻的女性患有麻风病或是出生在有麻风病
患者的家庭，无疑她必须选择单身，因为没有家庭愿意接受这样的妇女。显然这一人群对于天主教贞
女生涯的选择应属“退而求其次”，并非全因信仰而独身。此外，本书第九章论述贞女的工作的章节中，
提到济南主教府的“姑娘院”里的守贞姑娘，她们的生活费用由教会负责。 [27] 教会的资费大多来自信徒
和贞女们的捐赠，而此处教会补贴给贞女的“生活费用”该如何去理解？ 或许，作者应该对贞女的生活
费用等经济问题有更多说明。
其次是关于贞女与修女的区分。
《基督的新娘》第十二章详细比较了天主教贞女四类独身女性之间
的差异 ：儒家贞节观及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守贞女性、佛道教中的独身女性、中国社会各类独身女性和新
教单身女传道员。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天主教贞女与修女之间到底有何差异？因为二者不论是在称谓还
是在工作上都有重叠的部分。纵观全书，恍惚得出贞女群体与修女的区别如下 ：贞女大多数居住在自己
的家中，随着贞女团体的成立，部分贞女迁居贞女团体，修女居住在修会 ；贞女仅发贞洁愿，而修女需
[28]
据此似乎已明白贞女与修女的比主要区别。然此书中仍有一些
发三愿——神贫愿、贞洁愿、服从愿 ；

[19]

作者并未将全部采访稿载于本书，部分采访材料参考本书第八、九章。

[20]

本书大部分文献资料来源于欧洲图书馆和档案馆。

[21]

康志杰 Kang Zhi Jie,《基督的新娘 ：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Jidu de Xinniang: Zhongguo Tianzhujiao zhennv yanjiu xinlun [Bride

of the Christ : The new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atholic Virgins]，
（ 北 京 Beijing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3），177。
[22]

同上 Ibid.，260。

[23]

同上 Ibid.，261。

[24]

同上 Ibid.，137。

[25]

同上 Ibid.，7-8。

[26]

同上 Ibid.，43-45。

[27]

同上 Ibid.，250。

[28]

同上 Ibid.，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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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棱两可之处，如“基督徒贞女必须住在他们父母的房子里，因为四川没有修女院”。[29] 据此，如果有
了修女会，这些贞女就应搬至修女会居住？那么以善会和中华修女会为住处的是贞女还是修女？又如“这
里没有修女院，但这里却有真正的修女。他们自愿和双亲住在一起，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养活自己。”[30] 此
处有到底是修女亦或是贞女？此外，本书第六章叙述了自欧洲修女会进入中国后，中国贞女的身份发生
转型，大部分的贞女进入修会，从而开始了修女的生活。由此，能否理解为贞女、贞女团体是修会进入
中国之前中国本土的修女、修会雏形？
上述之商榷丝毫不影响此书之学术价值。
《基督的新娘》以宗教妇女生活的角度出发，深刻独到的
论述了中国天主教贞女群体的兴起、发展、生活、工作、经济支柱以及转型，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精彩的
中国天主教贞女的画卷。其意义之广远、价值之重大，有目共瞩，相信不仅大大推动明清以来的中国天
主教研究，而且对于研究女性与宗教、性别史、口述史等相关学科亦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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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Ibid.，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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